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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23日讯(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蔡
荣银 王敏 ) 5月22日上
午，聊城市2017年中等职业
学校技能大赛茌平赛区开
幕式在茌平职教中心学校
举行。2017年聊城市技能大
赛共设有55个赛项，未来将
有近1000名指导教师和学
生在赛场竞技。与往年相
比，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
破。

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
孙峰、茌平县教育局局长单
海波、茌平县教育局职成科
科长董兰军以及来自全市
10所中等职业学校的61名
参赛选手参加了开幕式。开
幕式由茌平职教中心学校
校长胡佩明主持。

孙峰在讲话中指出，随
着首场比赛在茌平职教中
心学校举行，开启了聊城
市2017年中等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的大幕。今年，聊城
市技能大赛共设有55个赛
项，共计近1000名指导教
师和学生参加，比赛项目、
参赛人数都有新的突破。
开展全市技能大赛是学校
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是
对平时专业学习成果的大
检阅，更是同学们锐意进
取、奋发向上、勇于拼搏、
展现才能的机会，也是交
流、展现技艺的平台。号角
已经吹响，希望参赛选手
拿出勇气，赛出好成绩、好
风格，并预祝大赛取得圆
满成功。

为确保本次大赛顺利
举行，各承办学校均给予了
高度重视。在举行首场比赛
的茌平职教中心学校，承担
了机械装配技术、时尚成衣

设计与立体造型、品牌服装
剪裁配伍与试制、网络综合
布线技术、保育技能、网络
安全六个项目的比赛任务，
为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专门成立了赛务组、接待
组、宣传组、后勤保障组、安
全保卫组、资格审查组等工

作组，将赛事的每一个环节
都细化，对竞赛设备的安
装、检修、调试都作了周密
的安排。全体工作人员均以
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为
大赛营造良好氛围，确保参
赛选手发挥最佳水平，取得
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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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杨晶晶 摄

5月22日在茌平举行的
2017年聊城市技能大赛首
场比赛中，10支参赛队经过
一天的激烈角逐，参赛选
手发挥出较高的专业操作
水平。比赛过程中的精彩
场景，让不少参赛选手终
身难忘。据茌平职教中心
学校一位老师介绍，技能
大赛年年都有，但各种创
新元素年年都让人应接不
暇。喜悦的背后，是茌平职
教中心学校代表队硕果累
累，在六个项目的比赛中
均获第一名。

走进服装专业比赛现

场，参赛选手在认真地绘
图，细致地裁剪，精心地缝
制。“我们不是为赛而赛，
而是通过比赛，了解行业
企业的新技术和新要求，
然后在日常的学习和训练
中有意识地加强这些方面
的素养，为以后的就业和
发展铺路。”一位带队老师
非常有感触地说，“虽然历
年大赛都有服装设计制作
赛项，但是内容和要求却
是年年更新，对选手的速
度、创意和职业素养要求
更更高了”。

在机械装配技术比赛

主现场，参赛选手紧张地
进行着对二维工作台、变
速箱、分度转盘部件等的
拆装，参赛选手争分夺秒，
对每个细节都毫不马虎，
力求精益求精，繁杂的步
骤，容不得选手出现丝毫
差错，各道程序环环相扣。

网络综合布线比赛现
场，参赛选手动作熟练，配
合默契，选手之间展开一
场无声的较量。选手根据
执委会提供的专业工具和
材料，完成比赛指定的具
体布线操作任务，比赛项
目处处考验选手的实践操

作、团队协调和网络知识
应用等方面的能力。

“经历了一个月的时
间，从选拔决赛，一路走过
来，让我激动的已经不止
是比赛的成绩了。首先，大
赛为我们学生提供了交流
学习的机会，通过比赛，我
看到了其他选手的优点，
也意识到了自身能力的不
足，今后我会不断地学习，
争取更大的进步。”一位参
赛的选手参加完比赛激动
地说。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蔡荣银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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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都都有有竞竞赛赛，，年年年年都都在在创创新新””

本报聊城5月23日讯(记
者 杨淑君) 为助力聊城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聊城团市
委联合齐鲁晚报共同发起，
由聊城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承
办、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独家全程协办的“青春创城
志愿行动”同步开展，传递文
明，积极推进创建文明城市。

据悉，“青春创城志愿
行动”以“平安行·你我他”
文明交通服务、“水城清洁
日”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情
暖水城”社区文明志愿服务
等项目为重点，组织动员全
市各级志愿者组织为文明
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交通文明方面，5月20
日，“平安行·你我他”文明
交通志愿服务在人民医院
交通岗开展，本期由聊城大
学东昌学院影视传媒系接
力棒志愿服务大队承办。上
午十点，经过简单培训，20名

文明交通志愿者开始协助交
警维护交通秩序，劝导行人
及非机动车辆文明出行。5月
21日，中通集团“爱心之家”
继续承办“平安行·你我他”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中通假
日义工队、中通爱心车队、中
通红娘协会三个志愿者团队
分别在百货大楼交通岗和五
星百货交通岗开展了文明交
通劝导活动。

生态文明方面，5月20
日上午，聊城市天涯寻亲志
愿者协会积极响应“青春创
城志愿行动”的号召，在东
昌湖风景区承办了第30期

“水城清洁日”生态文明志
愿服务活动。来自聊城大
学计算机学院天涯寻亲团
支部、聊城大学环规学院、
聊城实验中学以及社会各
界的70余名志愿者参与了
此次活动。志愿者们通过
捡拾烟头、塑料、纸屑等环

保行动，美化环境同时，为
市民做出了榜样，呼吁市
民积极参与到创建文明城
市中来。

社区文明方面，5月21
日，由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志愿者服务总队实施的第
3期“呵护与爱·一直都在”活
动，在市儿童福利院举行。志
愿者们准备了200个粽子成
品和100个包粽子原材料，和
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喜迎端
午节。此次慰问活动在带给
孩子们欢乐与温暖的同时，
也给志愿者带来了一次心灵
上的洗涤。志愿者的爱心不
仅仅是给儿童带来关爱，更
是一次社区文明的传递，对

我市创建文明城市有着积极
的推进作用。

“青春创城志愿行动”
由聊城团市委联合齐鲁晚
报共同发起后，得到聊城各
大社会团体、单位的积极响
应，纷纷加入到活动中来，
活动全程协办单位聊城高
级财经职业学校，是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积
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目前
拥有教师志愿者“红烛”服
务队，以及“清荷”学生志愿
者服务队两个品牌志愿者
组织，拥有志愿者数百人，
该校志愿队积极参与贫困
帮扶、捐助，以及各种志愿
环保行动。

助力聊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青青春春创创城城志志愿愿行行动动””同同步步开开展展

交通文明志愿者接受交警培训。

道口铺街道张堤口村扶贫毛驴
养殖基地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
铺张堤口村东侧，交通便利，发展空
间优越，总占地面积20余亩，投资达
500万元，存栏量600余头。

经了解，养驴项目在聊城市的
部分农村已经非常普遍，技术成熟、
门槛低；市委市政府与东阿阿胶集
团就农村扶贫事宜达成协议，阿胶
集团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幼驴出售、
成驴收购等配套支持。发展养驴项
目是一个风险小、相对稳定、可持续
发展的脱贫致富项目。2016年初，驻
村工作组带领村民代表赴东阿县阿
胶集团和大桥镇赵庄村的养驴基地
实地考察，经村两委和村民代表集
体讨论，利用2016年全区20万种养
加基金和40万的东阿阿胶养驴专项
资金，重点发展养驴项目，成立了聊
城市东昌府区张堤口养殖合作社，
吸收精准识别的贫困户参与，以此
达到脱贫的目的。

2017年合作社与30户贫困户签
订了帮扶协议，毛驴养殖基地获利
后，每户贫困户可获得不少于3000
元的帮扶收益。毛驴养殖基地不仅
实现了贫困户脱贫，还促进了张堤
口的产业发展，与蔬菜大棚产业一
起形成了循环经济发展区。

(刘维锋 徐翠翠)

特色养殖促脱贫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助推剂”，管好用好这笔资金，对
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有着积极的影
响。据垦利区扶贫办项目组组长冯
延发介绍，在资金投入方面，垦利区
不断加大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区
财政每年安排扶贫专项预算，脱贫
攻坚期内每年按10%的速度增长，
形成财政扶贫资金稳定增长的投入
机制；另一方面以扶贫规划为引领，
以扶贫项目为平台，统筹整合使用
各行业、各级次、各渠道涉农资金，
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提高资金使
用精准度和效益，确保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在资金监管方面垦利区将扶贫
资金专项检查与日常督导相结合、
专项审计与联合检查相结合、查出
违规问题与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相结合。通过三个结合扩大了
监督范围，提高检查质量的同时又
避免了重复检查。

为了充分发挥了村民、贫困户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和监督
作用，垦利区在每个行政村成立了
精准扶贫理事会，全过程参与扶贫
产业项目的实施运营、扶贫资金的
使用监管。

群众监督的同时，垦利区还建
立了年度绩效考评机制，将考评结
果同下年度扶贫资金分配挂钩，对
于年度绩效考评优良的乡镇，优先
安排资金投入。

本报通讯员 冯延发

东营市垦利区多措并举

管好用好贫困户的“救命钱”


	L03-PDF 版面

